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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简 报
2019-2020 学年第 1 学期第 14 期（总第 83 期）

教务处编 2020 年 1 月 8 日

编者按： 为促进新教师尽快成长，全面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充分

发挥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育人作用，本学期，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以“校

内+校外”、“学校统筹+院系自主”、“网络+现场”、“理论+实践”以及“每

月一培训+每月四示范+课程建设专题培训+网络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

方式为我校广大教师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培训，其中，校内开展优秀青年教师教学

示范课活动 12 场、新入职教师教学培训 3场、课程建设专题培训 1次，网络集

中培训 1次；校外专题培训 2次、校外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 1次，现将本学

期教师教学培训情况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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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教师教学培训工作总结

【示范课教学】

一、信息技术辅助教学

9 月 18 日，外国语言文学系刘帅老师

以“信息技术辅助教学”为主题进行了示

范。刘老师以《英语视听说 1》课程中

“Asking the Way”内容为基础，侧重呈

现了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不仅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而且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有助于推动课程建设改

革。

二、启发式教学

10 月 9 日，食品与环境学院薛霖莉老

师以“启发式教学”为主题进行了师范。

薛老师主要讲解了《兽医微生物学》课程

中“亚病毒”内容，授课过程中，薛老师

条理清晰、启发式教学运用得当，该教学

方法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

发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三、演示性实践教学

11 月 27 日，远景学院的刘婷婷老

师以“演示性实践教学”为主题进行

了示范。刘老师主要讲解了通识选修

课《物理与人类生活》中“神奇的光”

的内容,采用启发式、参与式、探究式

等教学方法带领大家理解光学的发展

史，通过现场实验演示的方法，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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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的老师们亲眼观察了泡泡表面彩色条纹的变化、亲身感受到偏光太阳镜的奥秘

以及杨氏双缝干涉的神奇，整个授课过程简洁、清晰、连贯，使听课老师们不经

有运用物理科学思维探索物理世界的欲望。

四、情景互动法教学

12 月 4 日，艺术传媒学院环境教研

室范钱江老师以“情景互动法教学”为

主题进行了示范，范老师主讲内容是

《制图》课程课前导学的教学方法，在

授课过程中，范老师以“跟风超人”话

题为导入，从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

情景互动四方面对艺术类实验课授课方法进行了讲解，情景互动法不仅能够使学

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也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体会和认知教学现象。

五、“课件+板书”有效融合

12 月 18 日，信息工程学院、大数

据学院吕淑芳老师以““课件+板书”有

效融合”为主题进行了示范，主要讲解

了《数据结构与算法》中的“二叉树的

线索化”的内容。吕老师结合 PPT 中动

画演示和板书的实践性推导，详细讲解

了先序遍历、中序遍历和后序遍历三种

不同线索二叉链表中前驱和后继节点的存放问题。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的有效结合

不仅可以使得抽象、无形的推理进行生动、直观的表现，善于将教师难以描述的

过程进行简单再现，而且可以揭示知识的内在规律及相互间的联系与区别，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运用问题探究方法

12 月 25 日，经济与管理学院苗敬毅教授以“运用问题探究方法”为主题进

行了示范，苗教授主要讲解了论文写作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六大关

系，并详细讲解了先于模型提出问题、基于问题选择模型、数据是模型的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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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模型的六种基本思维模式，定量分

析和定性分析是学术研究中不比高低、

不可互斥、遥相呼应、有迹可循的两种

研究方法，构建合理模型，以问题为基

础探究研究本质是教科研研究过程中定

性分析的有力支撑。该思维模式的应用

不仅有利于强化课堂教学设计，改革课

堂教学方式，而且能有效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七、案例辅助教学

本学期，智能工程学院等 6个教学

单位的老师以“案例辅助教学”为主题

分次分别结合工程案例、诡辩案例、音

乐案例等案例进行课堂示范教学，该教

学方法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

能力，而且可以增加师生之间互动的频

率，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新入职教师教学培训】

为帮助新入职教师掌握教学方

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技能的应用，具

备应有的教育教学能力，引导新教师

在工作中加强现代教育理论学习，加

快新教师成长的步伐，本学期，教务

处（教师发展中心）举办了以“夯实

教师教学基础”、“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课件与板书有效融合 ”、“国培

示范项目培训教师经验交流分享培训”为主题的新入职教师教学培训。同时，组

织新入职教师利用微格教室进行教学基本功训练，33 名新入职老师使用微格教

室教学设备进行教学演练和实践，达 10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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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专题培训】

课程建设是教学基本建设的核心，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和全省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使教师理解课程建设基本要素和内

涵，具备课程建设能力，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进而有效推进校本金课建设，

10 月 11 日，我校举办的以“深化课程内涵建设，助推信息化课堂教学 ”为主

题的理论+实践课程建设专题培训活动在博学楼 202、203 教室、实验楼 501 机房

顺利召开。

【网络集中培训】

网络培训与现场培训相辅相

成，是教师集中教学培训的一种

有效途径。按照山西省高等学校

师资培训中心下发的晋高函字

[2019]12 号文件，我校设立了

《2019 年下半年山西省高校骨干

教师网络培训》分会场。10 月 25 日-26 日教务处组织我校“234”教学质量工程

项目负责人、2018-2019 学年校级精品建设课程负责人、部分院（系、部）教学

院长/主任及新入职教师共 64 名教师参加我校分会场举办的为期两天的《混合式

“金课”教学设计及实践应用》网络培训集中学习。

【校外培训】

为全面深入落实《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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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晋教高【2019】1 号），本学期，教务处组织“234”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负责人、2018-2019 学年校级精品建设课程负责人、部分院（系、部）教学院长

/主任分批次参加了 2次校外短期集中培训，并组织 1名新入职教师参加了 2019

年山西省高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校外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时间 培训主题 培训类型 培训地点 主办单位

1 10 月 22 日
“应用型课程开发”

专题讲座

短期集中专项

培训

山西应用科技学

院

山西省教育厅高

等教育处

2
10 月 11 日

-30 日

2019 年山西省高校

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

项目

国培
山西大学学术交

流中心
山西省教育厅

3 12 月 1 日
山西省高校“金课”

建设申报培训会

短期集中专项

培训
山西工商学院

山西省教育厅高

等教育处

【院系自主培训】

本学期，9个教学单位也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师教学培训活动，涵盖短

期集中专项培训、教师教学基本功培训、教师业务提升、教学示范、研讨、国外

交流培训、科研项目申报培训等类型的培训 42 次。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院系自主培训情况

序号 教学单位 培训时间
培训/竞赛/交流的

主题题目
培训类型 培训地点

1

智能工程学院

8月 29 日 洛可可设计讲座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2 9 月 11 日 德国学习交流体会
国外交流

培训
校内

3 9 月 18 日 山西省机器人竞赛方案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4 10 月 11日 信息化与高校教学改革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5 10 月 22日
课程开发的关键，结构问题-工作过

程系统化课程开发方法与理论创新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6 10 月 23日
设计师如何面对当今和

未来的挑战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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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月 20日 摄影艺术讲座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8

淬炼商学院

10 月 21日 参观了鑫炳记太谷饼文化园 社会实践 校外

9 11 月 20日 督导办实践教学培训与座谈会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10 12 月 21日
新时代高校“金课”建设暨数字化

教学创新研修班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11 12 月 28日
山西农业大学科教管理创新团队学

术方法交流论坛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9月
金融科技--区块链金融课程师资研

修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13 10 月
毕业生实习调研工作之调研量表的

设计

教师教学

基本功培训
校内

14 11 月 区块链及其应用介绍
教师教学

基本功培训
校内

15 12 月
实训课程教学基本规范培训与研讨

会

教师教学

基本功培训
校内

16 12 月 农大创业园区基地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外

17

食品与环境学院

9月 25 日 实验室危化品安全教育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18 11 月 6 日 实验课程评分标准体系讲解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19

远景学院

9月 9日 平遥国际摄影展教学项目设计交流 社会实践 校内

20 10 月中旬 平遥实践教学项目交流 社会实践 校内

21 10 月-12 月 信息学院第一届博雅教育研讨会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22 11 月 6 日 职称评审指导交流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23 12 月 4 日 科研项目申报培训
科研项目

申报培训
校内

24 9 月 11 日 新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 研讨会 校内

25 9 月 25 日
思政课改革创新，

提升教学水平研讨会

观看视频、

研讨会
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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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

教学部

26 10 月 23日 考研需求座谈会 座谈会 校内

27 10 月 30日 督导督查指导思政部教学工作 研讨会 校内

28 10 月 30日 思政乐教乐学研讨会 研讨会 校内

29 11 月 6 日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交流考察
交流研讨会 校外

30 11 月 27日 提高书写艺术、提升教学效果 交流研讨 校内

31 11 月-12 月 “思政会客厅”共 5 期
教学示范、

研讨
校内

32 9 月 18 日 教师基本功培训
短期集中

专项培训
校内

33

公共课教学部

10 月 16日
基于 SPOC 的混合教学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其他 校内

34 11 月 13日 数学与创新思维 其他 校内

35

竞技体育中心

9月 形意拳段位制内容培训
教师教学

基本功培训
校内

36 9 月 18 日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培训 教师业务提升 校外

37 9 月 20-22 日
中国皮划艇协会桨板技能及裁判员

培训
专项培训 校外

38 10 月 9 日 运动损伤防治会 教师业务提升 校内

39 12 月 13-15 日 可复制领导力培训班 教师业务提升 校外

40 12 月 18-23 日 游戏比你会说话师资班 教师业务提升 校外

41 12 月 26日
山西省高校体育学类专业与课程建

设研讨会
课程建设 校外

42 创意写作学院 10 月 19-20 日
第五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暨

2019 年创意写作社会化高峰论坛

国内同行业

交流培训
校外

今后，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将根据新时代教师发展需要从教学理念、培

训内容、教师覆盖面等方面继续推荐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希望教师们以教学为

中心，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潜心研究教学，以教学能手培育为目标合理

规划自身的教师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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